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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行使监督权利 忏悔什么

银行“离柜概不负责”是霸王条款中的极品

截至12月初， 京城多起因美容而衍生出

的系列贪污、 受贿大案在历时一年多的全面

调查后， 已由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陆续侦

查终结。据了解，这是北京市检察机关首次查

办发生在美容会所里的系列贪污、受贿案件，

共立案13件。这些案件被称为“美容腐败”。

“美容腐败”虽然有眼球效应，但个

人以为，这不足为奇。新闻中提到的北京

市卫生局机关工会原主席白宏，从2006年

7月至2011年3月间，以召开会议、培训、购

买礼品等名义，将399万余元工会会费，转

入北京某女子世界健身俱乐部等多家公

司，支付其个人的美容、保健消费。“美容

腐败”的发生，说明当下的腐败真是花样

百出，而且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可能发生腐

败。关键还是权力如何制约。此事提醒我

们，必须老老实实瞄准权力，真正发挥制

度的作用、监督的作用，让权力受到节制。

否则，腐败无奇不有，还会继续挑战我们

的想象力。 □

毛建国 江苏

广西兴安县国土资源局网站领导信息

一栏，局长没有照片，数名副局长和党组成

员的公示照片面部则被打了“马赛克”，此

事引起社会关注。12月17日，兴安县国土局

纪检组长唐先生介绍， 此前该局数名领导

接到过敲诈信。为避免麻烦

（被歹人

PS

成淫

秽图片）

，该局不得已出此下策。

不可否认，的确有专门将官员头像拼接

到淫秽图片上实施敲诈的犯罪分子，但这样

的敲诈现在很容易被识破。毕竟，照片拼接

的痕迹太明显，头像来源易于查清楚。官员即

使接到这样的敲诈信，只管报警就是了，有什

么“麻烦”的？常言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

门。只要行得正坐得直，何惧敲诈？这样做，

实在有一点“此地无银”的味道。当然，兴安

县国土局把领导照片打上“马赛克”，未必

就存有这样的心态，但如此藏头露尾终究不

是正确的应对之道。该局声称，此前有领导

接到过敲诈信， 既然已有识别敲诈的经验，

再“出此下策”确实不可思议。 □

辛木 山东

日前，2013年春晚总导演哈文在京接

受媒体采访，就蛇年春晚筹备情况回答记

者提问。有记者问哈文，每年春晚都有生

肖的体现，2013年如何体现“蛇”？之前有

消息说会表现“白素贞”？哈文回答说，没

有这样一个规定一定要表现出生肖，更多

体现的是年味云云。

12生肖本来不过是用于纪年，可是中

国人总喜欢借物抒情，于是总会借12生肖

说出自己的祝愿，于是那些吉祥话便油然

而生。 这种情况会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

例如，我们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那第一

个节目一定与生肖有关，兔年就见群兔跳

舞，猴年更是金猴翻滚，相声节目也少不

了来个“×年说×”。其实，“×年说×”，

有时候吉祥的话好说， 有时候就比较难

说。比如，龙年、虎年、马年、牛年就很好

说，一到鼠年就不大好说，蛇年也很难说

出吉祥话。与蛇有关的成语，无非是“虎头

蛇尾”“画蛇添足”“毒如蛇蝎”， 最坏的

还有“牛鬼蛇神”，都没有什么吉祥的意

思，不能表达祝福和雄心壮志。而蛇年不

说蛇，可以减少多少套话啊，简直是一件

好事。 □

殷国安 江苏

议论风生

蛇年不说蛇 可以减掉多少套话

防敲诈“马赛克”有“此地无银”之嫌

“美容腐败”挑战公众想象力

□

瞿玉杰 北京

明年就业形势如何，社会保障工作的

重点有哪些，工资制度改革的着力点又是

什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

在12月18日召开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工作会议上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他表示，明年要出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

接政策，研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全国统筹办法，继续调整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适当提高居民医保财政

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

提高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向来是一个

敏感的话题。 据当地媒体今年8月5日报

道：广州市人社局于7月20日公布了《关于

调整广州市城镇居民基本有关规定的通

知（征求意见稿）》，拟提高居民医保个人

缴费，引起了市民的广泛关注；8月4日，广

州市人社局召开新闻通报会表示，考虑到

众多市民的反对意见，医保基金缺口将由

政府给予补贴，个人缴费暂不上调。该市

居民医保新政策由此搁浅。广东另一家媒

体9月11日则报道， 针对有关人社部和全

国总工会正在研究提高医保个人缴费比

例的传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胡晓义9月10日表示， 人社部未考虑过要

提高个人缴费比例。从此次尹蔚民部长表

示要“适当提高居民医保财政补助和个人

缴费标准”可以看出，人社部对是否提高

医保个人缴费标准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很

矛盾。

人社部之所以如此纠结， 原因不外

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医保基金确实

存在巨大缺口， 大病医保等棘手问题悬

而未决，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医保

制度的正常运转。据《人民日报》2012年

7月24日报道：2011年， 广州市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资金缺口近两亿元。 仅仅

一个广州市的医保资金缺口就将近两亿

元， 全国医保基金缺口有多大， 可想而

知。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劳动者“五险一

金” 和个人所得税负担已经占到工资总

额的30％左右， 劳动者个人和企业的负

担已然较重， 任何寄望于继续让百姓掏

腰包的社保新政， 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

公共舆论的强烈反弹。

造成我国医保基金缺口大的原因较

多，主要有三。一是近年我国财政对医保

的投入虽然不断增长， 但毕竟只是一种

“补偿性增长”， 我国医保投入占财政投

入的比例不要说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差悬

殊，就是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

大的差距；二是医保资金在使用上存在不

公，一个极端的例证仍然源自广州：该市

人社局公布的2012年度收支预算显示，在

50.2亿元的医保预算总额中， 公务员公费

医疗费用高达14亿元， 远超全市210万农

民的医保资金的总和；三是有限的医保资

金使用效率不高，医保主管部门在确定医

保定点单位时存在 “只选贵的、 不选对

的”等现象，而医保定点单位通过过度诊

疗、甚至骗保等途径实现“利益最大化”

等现象，在不少地方也较普遍。

因此，要解决目前的医保困局，最主

要的途径还是应当最大限度地内部挖潜，

增加财政对医保的投入，同时加强监管并

努力将“一碗水端平”，切实提高医保资

金的利用效率。那种将医保基金缺口大的

原因归咎于个人缴费标准太低，动辄让百

姓掏腰包的做法，实在值得商榷。

□

魏文彪 江西

18日14时许， 政协河南省常委赵克

罗在微博上发布“忏悔书”，称“因为在

南阳平坟事件中，给领导添了乱”，就此

“忏悔”自己的错误。赵克罗称，自己在

新浪实名微博上对河南南阳市强制平坟

提反对意见后，河南省统战部领导批示，

该言论“给河南及南阳造成严重负面影

响”，要赵克罗纠正，否则省委统战部将

对他采取措施。

河南南阳市推行平坟或许是出于集

约利用土地的良好初衷， 但是如果不注

意工作方式方法强制平坟， 也容易遭遇

部分村民抵制，进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宪法赋予公民对政府行为提出批评与建

议的权利，赵克罗作为公民，显然也享有

这一法定权利， 何况他还是政协河南省

常委， 而政协委员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

参政议政。所以，赵克罗委员对南阳市强

制平坟提出批评，是其正常履职行为，不

存在任何过错。

据赵克罗表示， 其批评南阳市强制

平坟之所以受到批评， 很大程度上与其

未通过政协或统战系统提意见有关。其

实， 正如赵克罗本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所表示的， 政府应该接纳和鼓励新媒体

的运用，微博的出现与影响力扩大，也证

明国家并不反对这个网络平台。 另外，

《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 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也提到，民主监

督的主要形式包括“委员举报或以其他

形式提出批评和建议”， 赵克罗在微博

上对南阳强制平坟提出批评， 可以归为

前述规定中的“以其他形式提出批评和

建议”。所以，赵克罗的上述行为，显然

亦无任何过错可言。

河南有关方面之所以批评赵克罗，

说白了是因其行为让当地有关方面在舆

论面前陷入了被动， 甚至可能会因之影

响当地相关官员的政绩考核与前程。从

这个意义上说， 河南有关方面批评赵克

罗发帖批评南阳强制平坟， 实际上是害

怕舆论监督的体现与反映。

公民提出建议与批评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行使监督之权， 其实有利于促

进政府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所以，公民与

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批评与监督权利

得到尊重与保护， 是政府依法行政不可

或缺的条件。也正因为如此，赵克罗作为

一名公民和政协委员， 根本无须为自己

的正当监督行为“忏悔”，而应当继续一

如既往地大胆行使监督权和法定职责。

此事也警示人们，目前在一些地方，公民

与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正常行使监督

权，还缺乏有力保障，这必将对有关部门

依法开展各项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

李迎春 成都商报评论员

浙江慈溪秦小姐在银行取钱时，工作

人员失误多给了1600元，银行发现后马上

与秦小姐联系要求归还多给钱款，秦小姐

没有理会。她认为自己并没有过错，而且

银行总是“离柜概不负责”，在这件事情

上她也“离柜概不负责”。近日，银行以

“不当得利”将秦小姐告上法庭并胜诉。

银行“离柜概不负责”的做法人们已

见惯不惊，甚至已习惯性地接受了。秦小姐

的逆向思维和对等思维， 虽没有帮助她打

赢官司，对广大消费者却是一种有益启示。

“离柜概不负责”不是银行的专利，其

他一些商业机构收银台也有类似的告示，

可以说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只是由于

银行更强势， 所以这一做法会显得更霸

道。从法律上讲，这样的条款属于店堂告

示，作用一是提醒消费者，二是为自己免

责。在对等的条件下，就像秦小姐所说的，

银行离柜概不负责， 她也离柜概不负责，

这样的条款无可厚非。但如果免责只适用

于一方，就是不平等的格式合同，形成典

型的霸王条款。 从法律上讲这是无效的。

秦小姐这场官司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此。她

揭露了一个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霸王条

款。通过媒体关注，也许能够促使银行和

其他商业机构取消这一不对等的告示。

实际上， 离柜概不负责要么是无效

的，要么是把双刃剑，既然要为自己少给

钱免责， 就要放弃追究别人多拿钱的权

利。 因此， 使用这一告示的单位需要谨

慎。就通常的法律原则而言，谁有过错谁

就应该承担后果。有人拿了ATM机自己

吐出来的钱，在我们这里要被判刑，而在

有的国家非但不被追究， 银行还会出面

道歉，因为过错在银行，不在拿钱的人。

ATM机多吐钱与柜台多给钱其实是一

回事，前者要追究刑事责任，后者又变成

不当得利，法律的前后不一，让人有些搞

不懂。即便真的可以判刑，银行因自己的

过错导致别人拿到钱， 自己起码也算

“帮凶”，怎么就能一点责任都没有呢？

事实上， 离柜概不负责比很多霸王

条款更霸道。你拿少了，它不负责，你拿

多了，它要向你要回来，甚至可能追究你

的刑事责任。不管你拿多还是拿少，它的

过错却要让你承担责任和后果， 这种道

理走到哪里都讲不通。

总之，“离柜概不负责” 比 “开瓶

费”之类霸王条款还严重，因为它是一

种转嫁责任、 导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

条款，对公平的破坏作用更大，因此更应

尽快取消。

医保基金缺口大非因个人缴费标准低

12月18日， 莫言将为山东某烟草品牌

代言的消息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 有知

情人称， 该品牌香烟将推出 “莫言限量

版”，每支烟均以“红高粱”“檀香刑”“生

死疲劳”等10部莫言小说命名，并采用极

为奢华的紫檀木包装， 限量销售100套，每

套售价20120元。但也有烟草公司出面否认

此事。

如果此传言为虚， 那莫言就算是给人

家烟草企业做了一次免费广告， 好比如前

几日霍启刚、郭晶晶夫妇被“炒作”了一次

一样。如果这消息是真的，那莫言就成“莫

烟”了。按理说，名人代言产品给自己赚些

广告费并无太多不妥之处， 只要你别代言

那些虚假害人的产品就行。不过，这莫言先

生今日已非普通明星能比， 俨然已是大众

心中的新一代“文圣”了。“文圣”去卖香

烟，不用说狂热的文学爱好者，就是一般烟

民也会感觉怪异。如果莫言变“莫烟”，究

竟算是文学的幸事还是不幸呢？

“我其实只有三支烟，一支遥寄北国瑞

典，一支珍藏故乡高密，最后一支，夹于指

间，为自己点燃创作的佛光。” 从广告营销

角度看， 网上流传的这几句文案还算不错。

可是，一位以讲故事、爱家乡父老闻名遐迩

的作家， 一位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其头上的光辉却在瞬间被这几句话弄得有

些黯淡了。假如这是真实的商业案例而并非

网络炒作，我就想，这可以算是文学在与金

钱发生战争后的沦丧吗？从战果上看，确实

这样。不管事情真假，“莫言”这个名字，现

在已被商业利益俘虏了，他的文学、思想、梦

想都成了烟草的俘虏。

但是我又想， 假如有款豪车邀请莫言

做广告代言的话， 我们会如何看待这事情

呢？似乎和这烟草没啥区别，仅仅是比莫言

代言床上用品看着顺眼些而已。我又想，韩

寒代言咖啡等产品， 郭敬明办杂志还帮人

家卖过眼药水， 和莫言代言烟草又有什么

区别呢？似乎也没啥区别，都是为了钱。那

么，允许韩寒喝咖啡、允许郭敬明办杂志卖

眼药水， 为什么就不允许人家莫言抽几颗

烟呢？从商业的角度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这个头衔， 假如以后在文学方面没有啥太

大的建树，闲置着也是白搭，还不如趁早利

用一下。说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个头衔，

我猛然想起， 自从该奖 “花落莫言家”之

后， 我们并没有看到也没有体会到文学给

中国带来的影响。别说暴风，连中级风都没

有，有的只是花边和八卦。而莫言只是由著

名作家变成了娱乐话题名人， 影响力甚至

可与韩寒、郭敬明比肩了。这样说，假如莫

言给香烟做广告也算是文学的幸事了。

但不管怎样， 我还是希望这事如有关

方面所说的那样，纯属子虚乌有！

莫言变“莫烟”

但愿只是传闻

□

姜伯静 河北


